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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001 

導 論 

周德清（1277-1365），高安暇堂（今江西高安縣）人，是理學家

周敦頤（1017-1073）的六世孫。據《暇堂周氏宗譜》記載：「德清，

和公三子，行七，字日湛，號挺齋。宋端宗景炎丁丑十一月生。著

有《中原音韻》行世。學士歐陽元、虞集等贊其詞律俱優；同志羅

宗信、瑣非復初各序其妙。邑乘載文苑。元至正乙巳卒。享年八十

有九。……配妣胡氏，生卒未詳，同葬鰲香嶺校椅山。子一，謙。」1一

代曲韻學家的生平事略，不見於史書文苑傳，僅於宗譜之中著錄，

幸有《中原音韻》傳世，成為藏諸名山之作。 

虞集（1272-1348）〈中原音韻序〉云：「高安周德清，工樂府，

善音律，自著《中州音韻》一帙，分若干部，以為正語之本，變雅

之端。」根據周德清自序與後序，精確書名應是《中原音韻》。虞集

稱曰《中州音韻》，致使明清曲家或小學家引用，往往將二書混而為

一，《中州音韻》遂成為周德清《中原音韻》之別名。明吳興王文璧

（約 1415-1504 以後）根據《中原音韻》加以校正，書題《中州音

韻》，有內閣本（1503）和弘治本（1504）。弘治本蔡清（1453-1508）

〈中州音韻序〉曰：「氣得其中，則聲得其正，而四方皆當以是為的

焉。此元高安周德清先生之《中州音韻》所以為人間不可無之書也。」

內閣本張罍〈中州音韻後序〉曰：「說者以中原雅音即《中州音韻》，

高安周德清所著也。分韻定字，虞文靖公識之詳矣。」兩篇序文所

                                                 

1 引自冀伏：〈周德清生卒年與《中原音韻》初刻時間及版本〉，頁 98-99。按：

1978年秋天，冀伏（甯繼福）回江西，於錦江北岸鰲香嶺下，發現幸免於

火的《暇堂周氏宗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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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中州音韻》即指《中原音韻》，係沿襲虞集之稱述。 

《中原音韻》成書過程中，曾有「的本」、「墨本」、「解註刊雕

本」流傳。〈中原音韻自序〉云：「泰定甲子，存存托友張漢英，以

其說問作詞之法於予。……因重張之請，……葺成一帙，分為十九，

名之曰《中原音韻》，并〈起例〉以遺之，可與識者道。」這篇序文

寫於泰定甲子秋天（1324），提及的蕭存存，本名蕭敬夫，出身江西

青原蕭氏望族，父蕭如愚，兄蕭立夫，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進

士，授南豐府判官，卒於赴任途中。敬夫曾隨兄赴京，學習唱北曲。

兄歿，淪為歌妓，改藝名存存2。〈中原音韻自序〉評其「博學，工於

文詞」。蕭存存精於度曲，熟諳北曲之病，對周德清極為推崇，〈中

原音韻後序〉曰：「疇昔嘗聞蕭存存言：『君所著《中原音韻》，迺正

語作詞之法，以別陰、陽字義，其斯之謂歟？』細詳其調，非歌者

之責也。」兩人相與研析作詞度曲，堪稱知音。周德清原擬托張漢

英將《中原音韻》轉交蕭存存「鋟梓以啟後學」，惜其早逝3。後由羅

宗信「爭壽諸梓以廣其傳，與知音者共之」4。羅宗信求鋟諸梓之《中

原音韻》即是最初刻本，通稱「元（原）刊本」。虞集〈中原音韻序〉

曰：「余還山中，眊且廢矣。德清留滯江南，又無有賞其音者。」考

虞集謝病歸臨川在至順四年（1333），卒於至正八年（1348）5，則初

                                                 

2 江西省文物考古隊陳江撰文考述蕭存存生平事蹟，參陳良運主編：《中國歷

代賦學曲學論著選‧中原音韻序》，頁 507。 

3 引自〈正語作詞起例〉之八。又周德清〈中原音韻後序〉曰：「泰定甲子秋，

予既作《中原音韻》并〈起例〉以遺青原蕭存存。」可參證。 

4 羅宗信：〈中原音韻序〉。 

5 宋濂：《元史‧虞集傳》曰：「文宗崩（1332），集在告，欲謀南還，弗果。

幼君崩，大臣將立妥歡帖穆爾太子，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政，

集在召列。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病歸臨川。……至正八年

五月己未，以病卒，年七十有七。」（頁 4180-4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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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本刊行年代或在此時期。《中原音韻》體例韻分十九，平聲分陰、

陽，入派三聲，並有〈正語作詞起例〉，此即周德清自稱之「的本」。

周德清又說：「泰定甲子以後，嘗寫數十本，散之江湖」。可知「的

本」之前，亦即泰定甲子以後至泰定甲子秋之間，周德清曾經手抄

數十本，其平聲分陰平、陽平、陰陽三類，是為「墨本」。周德清澄

清平聲分三類，是墨本傳寫謬誤，故曰：「今既的本刊行，或有得余

墨本者，幸毋譏其前後不一。」6可知墨本在先，的本在後，平聲分

類不同7。 

《中原音韻》全書不分卷，包括十九韻部（簡稱「韻譜」）和〈中

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簡稱〈起例〉）兩大部分。〈起例〉以條列方

式撰寫，共二十七條。細分之，前二十五條屬「正語起例」性質，

說明韻譜編撰體例、中原音系及審音辨字等要義。後二條屬「作詞

起例」性質，第二十六條〈樂府共三百三十五章〉，最早著錄北曲宮

調及其統攝之曲牌，以為北曲宮調及其聯套之用。第二十七條〈作

詞十法〉，提出創作北曲之原理原則，其中第十法選錄「定格」四十

首，並略作評點。從其編撰內容，可知《中原音韻》不止是近代漢

語語音史上重要的典籍，其兼具曲韻、曲譜、曲論、曲選、曲評、

曲唱之性質，更是中國曲學史上具有開創地位的論著。 

韻譜首行「中原音韻」四字下有周德清自注：「正語之本，變雅

之端」，意謂中原之音可做為辨正《廣韻》之標準，亦可做為矯正方

                                                 

6 引自〈正語作詞起例〉之八。 

7 陸志韋：《中州樂府音韻類編‧鈔校說明》，認為墨本是蕭存存手抄了幾十

本流傳，周德清不敢承擔墨本平聲分三類的錯誤，而歸咎於已經逝世的蕭

存存。（頁 2）。甯繼福《中原音韻表稿》說，墨本指社會上流行的種種抄

本，不是周氏手稿，判斷是從蕭家傳抄出來的。又推測卓從之得到此抄本，

修改釐定，將平聲分為三類，遂與周氏原書抄本混淆，輾轉傳抄。（頁 199）。

按：此二說似與周德清原意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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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之病的根本；也是辨別北曲樂府與宋元戲文等其他腔調劇種戲曲

語音差異的依據。〈中原音韻自序〉亦云：「言語一科，欲作樂府，

必正言語；欲正言語，必宗中原之音。」提出創作北曲樂府必須以

中原之音為標準，可知「正語」概念是周德清編撰《中原音韻》之

核心宗旨。 

《中原音韻》約三萬字，《箋釋》約四十萬字。凡涉及音韻難

題，皆敦請何大安先生指導解惑。經由先生精闢的詮釋與創新的論

點，得以排解《中原音韻》若干懸而未決的問題。例如闡發《中原

音韻》正語的對象是《廣韻》及南戲唱念的吳語；揭示「諸方語之

病」後排列周德清的四首小令隱含的意義等等8，《箋釋》多所參考或

直接引用。謹摘錄先生論文，或熔鑄先生口述講解，或整理研讀所

得，分別從韻譜之音讀溯源、韻譜之自注音義、韻譜體現之特殊音

讀，以及詮釋〈起例〉之重要觀點，以為本書導讀9。 

一、韻譜之音讀溯源 

今所見《中原音韻》的本，韻譜無反切，〈起例〉之十五云：「逐

一字解註《中原音韻》見行刊雕。」可知的本刊行之後，又有逐字

「解註釋義」之刊雕本，惜今不傳。從音韻學的角度，《中原音韻》

與《切韻》、《廣韻》等傳統韻書不同，後人難以繫聯《中原音韻》

較為精確的音韻地位，尤其聲母和介音。因此學者多以中古音系、

現代漢語方言為參照點，考慮歷史音變與整體音系以構擬《中原音

                                                 

8 何大安：〈中原音韻四論〉（2009 年 11 月，未刊稿）。又，〈周德清的「正

語」之謎〉（2010 年 5 月定稿），收入洪波、吳福祥、孫朝奮編：《梅祖麟

教授八秩壽慶學術論文集》，頁 112-124。按：導論引用，不再出注。 

9 《箋釋》引用何大安先生論文，依體例注明出處。其餘凡涉及音韻難題，

或為先生以文字解惑，或為口述說解，不再一一出注。本書繁複瑣細，涉

及層面較廣，如有罅漏缺失，係筆者疏忽不力，尚祈方家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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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的聲值和韻值。周德清提供誦讀韻譜的方法，見於〈起例〉之

十一：「以易識字為頭，止依頭一字呼吸，更不別立切腳。」雖不別

立切腳，然依據小韻的第一個字（韻首）即可誦讀其音。同韻部內

的字，理論上要能彼此叶韻，亦即主要元音和韻尾相同。然齊微韻

部分韻母的擬音或有不同，仍可叶韻，或因填詞度曲採寬式押韻

之故。 

明代王文璧為《中原音韻》增註反切釋義，又名《重訂中原音

韻》，在各小韻首字之下，用反切、叶聲、直音等方法注音，每個字

下有解註釋義。〈凡例〉第一條曰：「翻切、圈註一遵《洪武正韻》」。

《洪武正韻》入聲韻部獨立，《中原音韻》入派三聲，二書各有不同

的音系，隱藏的歧異，有待音韻學專家深入探討。王文璧所謂「翻

切、圈註一遵《洪武正韻》」，只有平上去聲大抵遵其切語，而標

舉為「入派三聲」的切語則是另外製作。此外，凡遇《洪武正韻》

未收之字，王文璧往往遷就《中原音韻》的音讀而製作切語。如家

麻韻上聲「馬媽」同小韻，「媽」字，《洪武正韻》未收，《廣韻》

姥韻莫補切「母也」，音「姥」。王文璧註曰：「忙把切，母也。」符

合《中原音韻》讀音10。《箋釋》異於王文璧韻書逐字解註釋義之體

例，大抵選取異讀、罕見字、難字、方音俗字、音變字等。各字音

讀，又異於王文璧所遵之《洪武正韻》，係根據《廣韻》或《集韻》

反切，並摘錄釋義，以溯源韻譜之音讀。凡兩本韻書未收之字，則

援引其他文獻；讀音與之有別者，判斷或為方音俗義，並以現存元

曲印證。以下歸納各要點，說明音讀溯源的方法。 

                                                 

10 相關論述，詳李惠綿：〈《中原音韻》「的本」與「翻切圈註」本考辨──兼

談對元明填詞度曲之意義〉，頁 12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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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派三聲之讀音 

戈載（約 1821年前後在世）《詞林正韻‧發凡》云：「周德清《中

原音韻》列東鍾、江陽等十九部，入聲則以之配隸三聲。〈例〉曰『廣

其押韻，為作詞而設』。以予推之，入為瘂音，欲調曼聲，必諧三聲。

故凡入聲之正、次清音轉上聲，正濁作平，次濁作去。隨音轉協，

始有所歸耳。高安雖未明言其理，而予測其大略如此。」11這段文字

從後設角度分析周德清撮其同聲的基本原則。誠如楊耐思歸納，《中

原音韻》大略是將中古音系的全濁聲母入聲字歸於入聲作平聲（陽

平）；將次濁聲母入聲字和影母入聲字、疑母入聲字歸於入聲作去

聲（「一、沃、屋」字例外）；將清聲母入聲字歸於入聲作上聲，

條理井然12。《箋釋》以《廣韻》或《集韻》反切溯源入派三聲之音

讀，據此原則。 

（二）兩韻並收之異讀 

所謂「異讀」指兩個以上的不同讀音共用同一個漢字字形，亦

稱「又讀」。甯繼福歸納韻譜的又讀共 393個字，一字兩讀為數最多，

其餘少數為三讀、四讀、五讀13。張清常歸納《中原音韻》新著錄的

異讀主要有兩類：其一是零星現象，如著錄異讀的新字，包括新讀

音取代舊讀或新舊讀法至今並存。其二是兩組比較有規律的異讀，

亦稱「重字」、「互見字」、「又音」、「兩韻並收字」14。韻譜中的又

讀，除見於早期韻書中的多音字外，另出現三組兼收於兩韻的新增

                                                 

11 戈載：《詞林正韻》，頁 699。 

12 楊耐思：《中原音韻音系》，頁 50。 

13 甯繼福：《中原音韻表稿》，一字兩讀有 371個字，一字三讀有 17個字，一

字四讀有 4個字，一字五讀僅有「樂」字。頁 158。 

14 張清常：〈《中原音韻》新著錄的一些異讀〉，頁 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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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音字類型：第一組是東鍾、庚青兩韻並收；第二組是入聲韻派入

蕭豪、歌戈兩韻並收；第三組是入聲韻派入魚模、尤侯兩韻並收。

說明如下。 

1. 東鍾、庚青兩韻並收之字，有陰平「肱觥轟薨泓崩繃烹傾

兄」；陽平「棚鵬盲甍萌宏 （紘）橫嶸榮弘」；上聲「艋

蜢永」；去聲「迸孟橫詠瑩」。上述二十九個字，《廣韻》皆

屬梗、曾攝，並無通攝的字。庚青韻來源於曾、梗攝；東鍾

韻來源於通攝。原屬梗、曾攝牙喉音合口字和唇音字（不分

開合），受到合口介音 u 強化和韻腹元音弱化的影響，因此在

庚青韻之外另有東鍾韻的音讀，形成新舊讀音並存的情況15。

換言之，東鍾、庚青兩韻並收之字，庚青韻是反映古讀的文

言音；入東鍾韻是白話音，反映中原之音的變化16。 

2. 入聲韻派入蕭豪、歌戈兩韻並收之字，有入聲作陽平「濁濯

鐲鐸度薄箔泊學縛鶴鑿鑊着杓」，以及入聲作去聲「岳樂藥

約躍鑰掿諾末幕寞莫沫落絡烙洛酪萼鶚鰐惡弱蒻略掠虐瘧」

等四十三個字，其中「末、沫」屬《廣韻》末韻，「岳、學」

屬覺韻；其餘分別屬鐸韻、藥韻。按照中古到近代語音發展

的規律，宕攝、江攝入聲韻一律變為《中原音韻》的蕭豪韻。

中古時期宕攝、江攝入聲韻尾-k到中原之音弱化，變為相同

部位的高元音 u，與主要元音 a結合為 au，而與來自中古效

攝的蕭豪韻 au 合流。這類兩韻並收字，收在蕭豪韻是白話

音，符合發展規律；少數收入歌戈韻屬特殊情況，是文言音17。 

3. 入聲韻派入魚模、尤侯兩韻並收之字，有「竹逐軸燭粥熟褥

                                                 

15 楊耐思：〈《中原音韻》兩韻並收字讀音考〉，頁 151。 

16 王力：《漢語語音史‧元代音系》，頁 384。 

17 楊耐思：〈《中原音韻》兩韻並收字讀音考〉，頁 156。王力：《漢語語音史‧

元代音系》，頁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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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八個字。除「燭褥」二字屬《廣韻》燭韻；其餘六字皆

屬屋韻。按照中古至近代語音發展的規律，《廣韻》燭韻、

屋韻的字，到中原之音派入魚模韻。蓋中古時期通攝入聲韻

尾-k弱化，其主要元音 u與來自中古遇攝的魚模韻 u合流。

這類兩韻並收字，收在魚模韻是文言音，符合發展規律；少

數收入尤侯韻屬特殊情況，是白話音18。 

（三）中古流攝部分唇音字讀為魚模韻 

中古流攝演變到《中原音韻》尤侯韻大部分讀 əu 或 iəu。何大

安先生〈周德清的「正語」之謎〉解釋，《廣韻》尤有宥和侯厚候韻

系的字，《中原音韻》大多入尤侯韻，但是一部分唇音字卻入了魚模

韻。例如〈起例〉之七舉「浮、否、阜」三字，按照音韻演變，《中

原音韻》應將此三字分別收入尤侯韻平、上、去聲，周德清卻分別

收入魚模韻平、上、去聲，成為一組「外來」的尤侯韻，用以區分

「本聲」的魚模韻。此外，魚模韻平聲「謀」字；上聲「母、某、

牡、畝」諸字；去聲「富、婦、負」諸字，也是「外來」的尤侯韻

收入魚模韻。這些外來字，反映中古流攝部分唇音字讀為魚模韻的

演變。（頁 120）。以上諸字，除「否」字兼入尤侯韻，保留部分遺跡

之外，其餘在《中原音韻》皆僅有一讀，不同於上述兩韻並收的情

形。《箋釋》只就「浮、否、阜」三字論述，其餘為常見字，從略。 

二、韻譜自注之音義 

韻譜有十三個周德清自注的音義，體現四種現象。第一，注明

字音，反映該字為入派三聲，不同於《廣韻》歸屬入聲調。如支思

                                                 

18 楊耐思：〈《中原音韻》兩韻並收字讀音考〉，頁 155。王力：《漢語語音史‧

元代音系》，頁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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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入聲作上聲「澁瑟」/ʂï/，周德清注曰「音史」；又「塞」/sï/，注

曰「音死」。第二，注明字義，反映該字與《廣韻》義同而聲調不同。

如家麻韻去聲「 」，音詫/tʂ‘a/，周德清注曰「釋醜」，意謂「 ，

醜也。」《廣韻》馬韻昌者切「醜 」，清聲母讀上聲，不同於《中

原音韻》讀去聲。第三，注明字義，反映該字未見於韻書，或為方

音俗字。如家麻韻去聲「 」字，周德清注曰：「傍屋」，甯繼福擬

音/ʂa/。訥菴本校勘記說，「 」當是「廈」的俗體。然根據《集韻》，

「廈」之異體字作「�」，不作「 」。《中原音韻》家麻韻去聲「下」

小韻已有「廈」字，當據《廣韻》胡雅切，讀去聲/xia/。家麻韻兼收

「廈 」二字而置於不同小韻，或因「 」字為方音俗字，故周德

清自注釋義。第四，注明字義，反映該字有各種不同的異讀現象。 

（一） 該字因一字多義或詞性語法之別而有又讀：如「湯」字，江

陽韻有三讀，周德清於陰平自注「洪水」，意指「湯」字，義

為「水流盛大貌」，當據《廣韻》陽韻式羊切讀/ʂiaŋ/。又如真

文韻陽平「貟」字（同「員」）。周德清自注「伍貟，人名。」

伍員之「員」，當據《廣韻》文韻王分切讀/iuən/。此為姓氏專

稱，音「雲」。至於「員」字又讀「元」，有「周圍、官員、

人員」等涵義。 

（二） 該字與其異體字的音義不同：東鍾韻陰平「囱」字，周德清

自注「烟突」，意指此「囱」字，義為灶上煙囱，據《廣韻》

東韻倉紅切讀/ts‘uŋ/。又「囱」為「牎（窗）」之異體字，「牎」

字見江陽韻陰平，據《廣韻》江韻楚江切讀/tʂ‘uaŋ/。 

（三） 該字《廣韻》有又讀，《中原音韻》止取一讀：如江陽韻上聲

「沆」字，《廣韻》有二讀：1.蕩韻胡朗切「沆瀣，氣也」。2.

唐韻胡郎切「渡也」。周德清自注「沆瀣」，意謂彼此契合，

意氣相投。係強調《中原音韻》「沆」字音義當據胡朗切讀上

聲/xa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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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反映該字雖另有異讀，實則承襲《廣韻》之音義：如東鍾韻

陰平「叿」字，音烘/xuŋ/，注曰「人聲」。《廣韻》東韻呼東

切「叿叿，市人聲。」《集韻》又東韻胡公切「大聲」，音洪。

周德清自注，係強調讀陰平；不取《集韻》異讀之音義。 

（五） 該字《廣韻》無又讀，《中原音韻》有又讀，且其本音本義與

《廣韻》不同：如「局」字，《廣韻》燭韻渠玉切「曹局，又

分也。《說文》：促也。」《中原音韻》魚模韻有二讀，與《廣

韻》音義有別。1.收入「菊」小韻，周德清自注「廷」，意指

官舍，舊時地方官理事的公堂，即曹局（官署）之義。《中原

音韻》義取「曹局」，卻未承襲渠玉切讀入聲作平聲，而讀入

聲作上聲/kiu/。2.卷曲之義，此據《廣韻》渠玉切讀入聲作平

聲/kiu/。王文璧《重訂中原音韻》魚模韻入聲作上聲，注云：

「局，音矩，曹也，分也。又曲也，《詩》云：『予髮曲局』。」

根據王文璧增註，則《中原音韻》係以入聲作平聲為「卷曲」

之義。《中原音韻》兩義各讀，應屬後起。 

周德清自注十三個字，其中「屈、湯、員、囱、沆、傻、叿、

廱、局」九個字屬於異讀，這是運用「舉一以概其餘」的方式，表

述其對異讀的重視。 

三、韻譜體現之特殊音讀 

〈起例〉有多條具體舉例，其中有申明《廣韻》與中原音讀之

差異者。〈起例〉之二十云：「世之泥古非今、不達時變者眾。呼吸

之間，動引《廣韻》為證，寧甘受鴂舌之誚而不悔，亦不思混一日

久，四海同音。上自縉紳講論治道，及國語翻譯、國學教授言語，

下至訟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周德清指出言語誦讀不宜泥古非

今，動引《廣韻》之反切為證。「泥古非今」之「古」指《廣韻》音

系；「今」指中原之音。周德清以「古、今」概念，強調從中古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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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語音已有變化，而其變化自當體現在韻譜中。兩本韻書「聲、韻、

調」之音類差異，落實到個別字就是音讀的不同。韻譜諸多音讀，

既不同於《廣韻》或《集韻》，甚至未見於韻書，更有別於一般常讀，

歸屬為「特殊音讀」，約為三類。 

（一）規律與不合規律的音變 

從《廣韻》到中原之音，聲母、韻母、聲調的演變大抵有其基

本規律。規律音變，如全濁聲母清化、濁上歸去、平分陰陽、入派

三聲等。不合規律的演變，有以下幾種現象：1.《廣韻》濁母平聲，

《中原音韻》依例當讀陽平，韻譜有不合規律者。如「冲」字，《廣

韻》東韻直弓切，澄母，東鍾韻仍讀陰平/tʂ‘iuŋ/。2.《廣韻》全濁聲

母上聲，《中原音韻》依例濁上歸去，韻譜有不合規律者。如「汞」

字，《廣韻》董韻胡孔切，匣母，東鍾韻仍讀上聲/xuŋ/。3.聲母演變

不合規律，如「秕」字，《廣韻》旨韻卑履切，幫母，《中原音韻》

依例當讀不送氣，齊微韻讀上聲送氣/p‘i/。又如「帔」字，《廣韻》

寘韻披義切，滂母，《中原音韻》依例當讀送氣，齊微韻讀去聲不送

氣。又如「縊」字，《廣韻》寘韻於賜切、霽韻於計切，二讀皆屬影

母；齊微韻讀去聲/ki/，聲母演變於例不合。4.入派三聲不合規律。

入派三聲雖有基本原則，然亦有不合規律者，其中以上聲字最多例

外19。 

（二）依邊傍字音──字形類化音變 

漢語語音的演變，有時不是由「音」本身所引發，而是受字「形」

類似的影響，稱之為「字形類化音變」。這些類化字有共同特點，其

音讀皆於古無據，亦即無法在古代韻書中找到這個音讀的反切；而

                                                 

19 甯繼福：《中原音韻表稿》，對入派三聲不合規律者，各有舉例。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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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改變的音讀，或與其偏旁相似，或與其同偏旁的字相似20。作為元

曲韻書，周德清不止認同類化音變，並且視為四海之人所同。如魚

模韻「娛」音「吳」。又如歌戈韻陰平小韻「莎簑唆睃梭娑挲」/suɔ/。

睃，《廣韻》未收。考从「夋」之字，有入歌戈韻者，如「梭、唆」，

《廣韻》亦同在戈韻。「睃」字或據「夋」聲而讀。 

（三）方言俗字之音讀 

方言俗字之音讀亦於韻書無所考。韻譜收錄的一些字，僅有一

讀，有的見於《廣韻》、《集韻》，卻非該字音讀所本。例如車遮

韻陽平「倈」/liuɛ/，楊耐思擬音開口/liɛ/。《廣韻》之韻里之切「倈

來，見楚詞。」《集韻》咍韻郎才切「玄孫之子為倈孫。」《廣韻》

音義非此音所本。《元曲釋詞》云：「倈」有二義。其一，倈，或作

「唻」，用於句中或句尾之助詞，只起音節作用，無義。其二，元雜

劇扮演男女小孩角色，稱曰：「倈兒」、「徠兒」或「倈人」。元曲又

作「孩童」義，或取義《集韻》「倈孫」，則當讀陽平，音「來」，入

皆來韻。元曲除「倈兒」，亦常見「不倈」，即「不剌」。不倈用作助

詞，表轉接語氣。從元曲用詞，「倈」字或為方言俗字俗義。 

韻譜另有些字未見於《廣韻》、《集韻》，例如監咸韻陰平小

韻「詀 」/tʂam/。張自烈《正字通》引周密云：「俗以人言煩數曰 」。

元曲使用「 」字，如喬吉〈賦所感〉【中呂‧朝天子】：「翠衫，玉

簪，脂唇小櫻桃淡。多情多緒眼腦饞，誰敢去胡搖撼？冷諢先 ，呆

科先探，小心兒真個敢。為俺，大膽，我倒有三分慘。」21此曲押監

咸韻，第六句「冷諢先 」作「十仄平平」，故「 」當讀平聲。意

謂先以冷諢之語頻頻逗引，與俗言「人言煩數」之義相符。 

                                                 

20 竺家寧：〈漢語音變的特殊類型〉，頁 21-24。 

21 徐征等主編：《全元曲》，卷 6，頁 4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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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雖然有雅有俗，但作為案頭文學，比詩詞更具通俗性；作

為場上表演，比詩詞更口語化。因此韻譜著錄方音俗字俗義，完全

符合元曲之為俗文學的本色。周德清批駁〈起例〉之二十一羅列「諸

方語之病」，尤其指搬演唱念宋元南戲的吳方言，卻又將這些方音俗

字標舉為中原正音，可見周德清標舉中原之音為四海同音，乃是

「以理不以地」。 

周德清於韻譜之下揭示「正語之本，變雅之端」，考述異讀與特

殊音讀，得知《中原音韻》實出入於《廣韻》和方語兩種音系之中。

對於《廣韻》時而偏激，視為鴃舌；時而認同，據以辨明古今字，

或據以釋疑字樣，以為指迷。對於方音，視為語病；卻又認同依邊

旁字音、方音俗字的四海之音，似乎自相矛盾。究其宗旨，則在通

古今音變，立戲曲正音。 

四、詮釋〈起例〉之重要觀點 

（一）中原之音有入聲與《中原音韻》入派三聲的區別 

楊耐思說：《中原音韻》代表的語音基礎，或為大都音，或為汴

洛音，各家或稱「近代官話、元代國語、中州音」等等，不同稱呼

往往代表不同觀點；而周德清稱「中原之音」，故採用之22。《箋釋》

贊同楊耐思之說，據周氏用語，採用「中原之音」。關於中原之音的

入聲，從周德清的描述，可以得知三點現象： 

其一，中原之音入聲已無雙唇塞音韻尾-p。〈正語作詞起例〉之

十四：「《廣韻》入聲緝至乏。《中原音韻》無合口，派入三聲亦然。」

合口指閉口韻，意謂《廣韻》入聲「緝、合、盍、葉、帖、洽、狎、

業、乏」諸韻，皆收閉口音-p；相對而言，《中原音韻》無閉口音韻尾。 

                                                 

22 楊耐思：《中原音韻音系》，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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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中古入聲韻尾-p 和-t 在中原之音已經混同。如〈畧舉釋

疑字樣〉云：「閤閣〔上音割……。下音各。〕」閤，《廣韻》合韻古沓切，

韻尾收-p；割，《廣韻》曷韻古達切，韻尾收-t。周德清用「割」字

音注「閤」字，是-p、-t混同之旁證。 

其三，北曲入派三聲後，中古-p、-t、-k三組塞音韻尾已無分別。

如支思韻入聲作上聲「澁瑟」，周德清自注「音史」。澀（同澁），《廣

韻》緝韻色立切，韻尾收-p；瑟，《廣韻》櫛韻所櫛切，韻尾收-t。

又如支思韻入聲作平聲「實十什石射食蝕拾」等八字同音，《廣韻》

「十什拾」屬緝韻，韻尾收-p；「石射」屬昔韻，「食蝕」屬職韻，韻

尾收-k；「質」字屬質韻，韻尾收-t。這是中古三種塞音韻尾在入派

三聲同一個小韻已經混同的例證23。 

在口語中的中原之音是否有入聲，音韻學界有兩派觀點，一派

主張沒有入聲，以王力、甯繼福等為代表。一派主張有入聲，以陸

志韋、楊耐思、李新魁等為代表。例如楊耐思考訂中原之音的入聲

性質，從現代北方方言的入聲類型考察，分為三類：第一類帶有明

顯的喉塞韻尾-ʔ，而且是短調，大多數有入聲的北方話屬於這個類

型。第二類帶有模糊的喉塞韻尾-
ʔ，仍保持短調。第三類不帶喉塞韻

尾，也不是明顯的短調，而是保持獨立的入聲調位，與平上去三聲

對立。中原之音屬第三類24。按：楊耐思歸納入聲韻的類型，若為第

三類，入聲調為一個獨立的調類，必然與平上去聲不同，則難以說

明《中原音韻》如何體現「入派三聲」。若中原之音的入聲屬第二類

（有短調、有模糊喉塞尾），既可與平上去三聲叶韻，唱念時亦可不

必體現喉塞韻尾的性質，更能呼應周德清所謂「呼吸言語之間還有

                                                 

23 以上討論中古入聲塞音韻尾在《中原音韻》混同的現象，感謝金周生先生

解惑（2014年 5月 15日）。 

24 楊耐思：《中原音韻音系》，頁 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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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聲之別」。不過，其韻尾混同為-ʔ或僅表現為短調，則無法確證。 

何大安先生〈周德清的「正語」之謎〉解釋：「《中原音韻》將

入聲派入三聲，顯示入聲已經弱化，必不能如一些南方方音保持入

聲特徵之完整。口操中原之音的人，『必須極力念之』才能從相承的

陽聲念法中揣摩出『開口』入聲的-k 尾，和『閉口』的-p 尾。現代

大部分的吳語入聲都收-/尾，而閩語則-p、-t、-k 尾仍有區別25。以

入聲之入曲韻而論，唯南戲有之，亦唯閩、浙之人才能唱得出，所

以說『悉如今之搬演南宋戲文唱念聲腔』。」（頁 121）。 

誠然，弱化的入聲字在演唱時難以體現，對北曲創作幾乎沒有

辨別作用，故北曲家用韻時，將入聲與平上去三聲同押。〈起例〉之

四云：「平、上、去、入四聲；《音韻》無入聲，派入平、上、去三

聲。」所謂「音韻」指《中原音韻》，不是指元代漢語通語的音韻。

「派」的主語是周德清，而不是中原之音。因此，「派」不是「變」

或「演變」，而是分派、指派之意。這段話意謂《廣韻》有平、上、

去、入四聲，入聲獨立為一個調類。中原之音雖有弱化的入聲，但

《中原音韻》不設入聲調類，而將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

亦即將入聲字，逐一「派入」支思、齊微、魚模、皆來、蕭豪、歌

戈、家麻、車遮、尤侯等九個陰聲韻，並獨列出「入聲作平聲」、「入

聲作上聲」、「入聲作去聲」三類。假設中原之音無入聲，則所有入

聲字理應可以分別與平、上、去一起編排，不必另列三類。〈起例〉

之五：「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者，以廣其押韻，為作詞而設耳。

然呼吸言語之間，還有入聲之別。」可知周德清撮其同聲，將入聲

                                                 

25 根據錢乃榮的考察，今天的吳語中有些方言入聲已經舒聲化，如溫州、永

康，-/韻尾都已消失。不過這類方言不多，而且集中在浙南。溫州雖已舒

化，且不帶-/韻尾，但入聲自成調類，不與平、上、去相混。永康入聲調

基本上已經併入上聲，卻仍有個別入聲字還保留著-/尾。有些閩方言除了

-p、-t、-k尾之外，還有-/韻尾。一般而言，-/韻尾多保留在白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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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派入三聲，是為了北曲創作可以廣其押韻；同時在韻書體例中，

可以分辨入聲與平上去三聲之別，以彰顯「呼吸言語之間，還有入

聲之別」。故「入派三聲」的歸類形式兼具兩種意義，一為廣其押韻，

二則反映中原之音言語誦讀還有弱化的入聲。 

（二）辨別「實際語音」與「戲曲正音」的概念 

中原之音「呼吸言語之間還有入聲之別」，此乃「實際語音」。

周德清編撰韻書入派三聲，為廣其押韻，此謂之「戲曲正音」。《箋

釋》釐清這兩個概念，其來有自。 

虞集和瑣非復初〈中原音韻序〉皆使用「正音」一詞。瑣非復

初云：「德清之韻，不獨中原，乃天下之正音也。德清之詞，不惟江

南，實當時之獨步也。」虞集曰：「五方言語，又復不類。……吳人

呼『饒』為『堯』，讀『武』為『姥』，說『如』近『魚』，切『珍』

為『丁心』之類，正音豈不誤哉！高安周德清，工樂府，善音律，

自著《中州音韻》一帙，分若干部，以為正語之本，變雅之端。」

這一段是虞集對當時吳人讀音的描述，四組字在《中原音韻》皆不

同音，現代吳方言也不同，不詳所本。然可確知，虞集從「五方言

語」和「正音」的對照概念，總結吳人呼「饒」為「堯」等讀音，

皆非正音，不宜用以唱念北曲。必須依照中原之音，饒讀陽平/ɽiau/，

堯讀陽平/iau/，聲母不同，這才是正音；從而標舉《中原音韻》為「正

語之本，變雅之端」，和周德清的「正語」概念相互呼應。 

張玉來分析，歷史上提及最多的是「正音」一詞。「正音」與「標

準音」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標準音是現代語言學術語，主要強調共

同語的音系依據及其審音的來源，強調共同語的基礎方言點的音系

規範。正音強調的是字音的正確讀法，目的在糾正錯誤的讀音，其

依據未必是哪一個活的方言。誠如毛先舒（1622-1688）《韻學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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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所謂正音者，以理不以地。」26何大安先生解釋，嚴格地說「正

音」只有音類，沒有音值。所謂「正音者，以理不以地」，就是這個

意思。每個人根據他所認定的標準發音，去賦予這些音類實際的音

值，就成為他口中的「正音」27。將「以理不以地」的正音概念運用

於虞集所舉例字，運用於《中原音韻》入派三聲，就是所謂「戲曲

正音」。故戲曲正音必然有別於其他方音（如吳人呼「饒」為「堯」），

或別於中原之音的實際語音（如入派三聲）。因此《箋釋》贊同中原

之音有入聲，與韻書入派三聲，並無矛盾。 

正音概念亦可觀照南曲。北曲有侵尋、監咸、廉纖三個閉口韻，

吳人無閉口音，則崑山腔唱念不應有閉口音。然改良崑山腔的宗師

魏良輔（1526？-1586？）曰「曲有五難」，其中有「轉收入鼻音難」，

亦即「閉口難」28。沈璟（1553-1610）《南九宮曲譜》凡北曲閉口韻

皆每字加圈。王驥德（1560？-1623）〈論閉口〉更強調：「侵尋之與

監咸、廉纖，自可轉闢其聲，以還本韻。惟歌者調停其音，似開而

實閉，似閉而未嘗不開。此天地之元聲，自然之至理也。乃欲概無

分別，混以鄉音，俾五聲中無一閉口之字，不亦冤哉！」29沈寵綏（？

-1645）〈鼻音抉隱〉具體補充閉口收鼻方法：「口閉矣而無竅可通，

不得不從鼻轉，此亦理所易曉者。至舌舐上腭，口固開也，而聲出

脣間，夫復何疑？然其舌腭緊牢貼，外雖啟，內實閉。」30以上南方

江浙籍貫的曲學家，無不強調唱崑曲時要宗中原閉口音，此即是「崑

曲正音」。南北曲家各自建構唱念的標準發音，統稱為「戲曲正音」。 

                                                 

26 張玉來：〈近代漢語官話語音研究焦點問題〉，頁 16-41。 

27 何大安：〈辨聲捷訣的一種讀法〉，頁 357。 

28 魏良輔：《曲律》，頁 7。 

29 王驥德：《曲律》，頁 113。 

30 沈寵綏：《度曲須知》，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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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入派三聲以別本聲、外來──「鞞字」的涵義 

周德清使用一個創新的詞彙「鞞字」，描述入派三聲的外來字。

這是掌握入派三聲屬性的關鍵詞。全書使用三次，如下： 

1. 周德清〈中原音韻自序〉：「因重張之請，遂分平聲陰、陽及

撮其三聲同音，兼以入聲派入三聲，如『鞞字』次本聲後。

葺成一帙，分為十九，名之曰《中原音韻》，並〈起例〉以

遺之，可與識者道。」 

2. 〈起例〉之六：「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如『鞞字』次

本韻後，使黑白分明，以別本聲、外來。庶使學者、有才者，

本韻自足矣。」 

3. 〈起例〉之七：「平聲如尤侯韻『浮』字、『否』字、『阜』

字等類，亦如『鞞字』收入本韻平上去字下，以別本聲、外

來，更不別立名頭。」 

歷來對於「鞞字」，各有不同解釋。例如集成本校勘記曰：「『鞞』

字，《嘯餘譜》本作『碑』。但『鞞』字、『碑』字都不是入聲，

恐均有誤。」31校勘記是從上文「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如鞞字」，

遂誤以為「鞞」字是舉例的入聲字。因校勘記之誤，解釋「鞞」字

者，多從入聲字角度立論。甯繼福考述，《中原音韻》未收「鞞」字；

《廣韻》四讀皆非入聲。《嘯餘譜》本作「碑」，《廣韻》支韻「彼

為切」，亦非入聲字。故「鞞字可疑，存疑待考。」32張玉來參校《中

原音韻》嘯餘譜本、曲譜本等皆作「碑」，並引用《呂氏春秋》畢沅

校語：「韠字舊訛『鞞』。案：當作韠。」據此提出新解：「鞞」字或

                                                 

31 周德清：《中原音韻》，收入《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第 1 冊。校勘記，頁

258。 

32 甯繼福：《中原音韻表稿》，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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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誤，與「韠、 」通。「韠」是入聲字，俗作 ，又與「鞞」通33。

然畢沅的校語是說《呂氏春秋》的「韠」字舊訛作「鞞」，並非意指

「鞞通韠」。張玉來以此證成「鞞」字是入聲字，可待商榷。 

今從「鞞」字本音本義考述，《說文解字》：「鞞，刀室也。從革，

卑聲。」《廣韻》「鞞」字有四讀，周德清所謂「鞞字」當據迥韻補

鼎切「刀室」34。金欣欣〈《中原音韻》音系有入聲證〉解釋：劍鞘

或刀室是保護劍體或劍刃的部份。劍體或劍刃是核心、是主體，劍

鞘即是外圍或附件。周德清《中原音韻》以原有的平、上、去聲為

核心或主體；派入三聲的入聲字就是外圍或附件，此即「鞞字」（外

圍字、附加字）之本意35。關於「鞞字」，不必再局限於入聲字的辯

證，亦可還原周德清使用「鞞字」比喻為「附加字」的真義。周德

清將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之字，各次於本韻之後，猶如鞘之裹刀，

麗於其外，以為之附，故稱之為「鞞字」。 

掌握「鞞字」精確涵義，《中原音韻》三次出現「鞞字」之相關

文字，文義皆可迎刃而解。周德清將撮其同聲的入聲字視為「附加

                                                 

33 張玉來：《中原音韻校本──附中州樂府音韻類編校本》，考述「韠」字，《廣

韻》質韻卑吉切：「胡服，蔽膝。《說文》曰：紱也，所以蔽前也。……俗

作 。」又《呂氏春秋‧先識覽‧樂成》：「麛裘而韠，投之無戾。轉而麛

裘，投之無邮。」畢沅校曰：「 字舊訛『鞞』。案：當作韠，與『芾、韍、

紱』字同。」可見「鞞」字通「韠、 」，不能說瞿本、訥菴本錯誤。頁 12。 

34 鞞，《廣韻》另有三讀：（1）平聲支韻府移切「牛鞞，縣，在蜀。」（2）齊

韻部迷切「同鼙」。（3）上聲紙韻並弭切「刀鞞」。何大安先生考察，鞞之

「刀室」義，《廣韻》有紙韻「并弭」、迥韻「補鼎」二切。今檢《詩經‧

公劉》「鞞琫容刀」，《釋文》「必頂反」，無他音。《說文》「鞞」字

大徐「并頂切」，無他音。《群經音辨》「鞞，刀鞘飾也，必迥切」。《玉

篇》「鞞，布頂切。又毗移切。」可見經師、字書多以迥韻讀為正音。（2014

年 2月 27日） 

35 金欣欣：〈《中原音韻》音系有入聲證〉，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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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置於九個陰聲韻的「本聲」之後，既可保留「呼吸言語之間，

還有入聲之別」；又可區分平上去三聲（本聲）與附加字的入聲調

（外來）之別，使其黑白分明。又將「浮、否、阜」三字收入魚模

韻，視為附加字，以區別其屬外來的尤侯韻。 

（四）以《廣韻》為中原之音「正語」的對象 

何大安先生〈周德清的「正語」之謎〉分析，〈起例〉所證舉的

事例，只要是有針對性的，都指明是《廣韻》。推測理由可能有三點：

第一，《廣韻》所反映的音韻系統已經發生了變化，與關、鄭、白、

馬的「中原之音」有所不同。這是音韻內容的理由。第二，在沒有

權威曲韻韻書可作依據的情形之下，有不少人傾向以詩韻作為規

範。金元以來的詩韻為平水韻，而平水韻脫胎於《廣韻》。詩韻既然

不可作為曲韻，自當力闢其非。這是押韻標準的理由。第三，戲曲

競爭的理由。周德清不直斥平水韻，而多譏評《廣韻》，是由於南人、

南戲的方音和音韻頗有部分不同於中原卻合於《廣韻》，為了維護「北

樂府」的正統地位，批駁《廣韻》，也就等於貶低了南曲、南戲和北

曲的南音化。（頁 114）。 

就音韻內容的理由而言，〈起例〉針對中原之音與《廣韻》差異，

主要在於中原之音平聲分陰、陽以及入派三聲（詳上文）。就押韻標

準的理由而言，二者亦有變化。《廣韻》卷首總目和每卷卷首韻目逐

一標明「同用」與「獨用」。同用者，指某些相鄰的韻部，作近體詩

時可以同押。獨用者，則不可與鄰近韻部同押。如《廣韻》東韻「獨

用」，冬、鍾韻「同用」，意謂東韻不可與冬、鍾韻同押。江韻「獨

用」，陽、唐韻同用，意謂江韻不可與陽、唐韻同押。茲以〈起例〉

之二十二說明。這條〈起例〉引錄周德清四首小令，並無任何說明。

何大安先生解釋，這四首曲文都有《廣韻》不能合用的韻腳字，但

在《中原音韻》屬同韻，可同押。周德清的意思是要點出，依中原



導 論 021 

之音無懈可擊的曲文，若改依《廣韻》，則將如〈起例〉之二十所批

評「如此呼吸，非鴃舌而何」，押不成韻了。周德清陳列這四首曲文

的用意，正是要用同宮調同曲牌的「連章」形式，呈現《廣韻》同

用、獨用之不當。使〈起例〉之二十僅舉個別例字的抽象討論，在

此處有見之於篇章的活用實例。由於有這組小令的加入，〈起例〉

之二十至二十三，對《廣韻》和南戲的批評，成為一組首尾完整、

有破、有立的論述。（頁 123）。 

（五）以宋元戲文為中原之音「正語」的主要對象 

就戲曲競爭的理由而言，中原之音以批駁宋元戲文唱念的吳語

為代表。周德清身處元代中葉以後的戲曲文壇，正逢北曲雜劇和南

曲戲文在杭州同時發展。北劇是劇壇主流，南戲在民間成長36。《中

原音韻》為北曲填詞用韻而設，北劇、南戲在杭州交化的戲曲風潮，

成為「正語」的重要背景，這也是「戲曲正音」的內涵。〈起例〉之

二十三，周德清將沈約製韻、吳興、閩海、閩浙、杭州，以及南宋

戲文唱念呼吸的吳語，統屬東南，而與中原成為截然二分的語言區

域。以統攝的修辭策略，標舉中原之音為正；先批駁《廣韻》不合

時音，再牽連南宋戲文「唱念呼吸皆如約韻」，無非是為了強化中原

正音的地位。 

周德清並未具體條列吳語音系的特點，然〈起例〉之二十一列

舉《中原音韻》十九韻部中可以對比而顯示其特點的例字37，其中的

                                                 

36 周德清時代戲文的發展，以及北劇南戲在杭州交化的現象，詳李惠綿：〈「宋

元戲文流播大都」平議〉，頁 81-116。按：研究南戲的前輩學者，如錢南揚

《戲文概論》等，一致主張大約南宋末或元初，或元中葉北曲雜劇南下時，

戲文大概已經流傳至大都，並有演出、編撰和大都隆福寺刻本。筆者考辨

北京隆福寺建成於明代宗景泰四年（1453），證實此說「理據」不足。 

37 〈起例〉之二十一，共二百四十一組字的發音特點及其在語音學和音韻學 



022 中原音韻箋釋──韻譜之部 

確蘊含諸多吳語特質，統稱為「諸方語之病」。音韻對比的例字，是

將讀音容易錯混的兩個字，用「有」字連接，如東鍾韻「宗有蹤」，

江陽韻「桑有雙」等，以為辨別發音之助。何大安先生分析二百四

十一組對比字例中，真文韻獨佔六十一組，而侵尋、監咸、廉纖諸

韻又合佔九十四組。蓋南宋戲文所本的吳語方言之中，真文韻-n 與

庚青韻-ŋ的鼻音韻尾往往兩兩不分；真文、寒山、先天韻-n與侵尋、

監咸、廉纖-m閉口韻，也往往兩兩不分。試以葉祥苓《蘇州方言志》

讀〈起例〉之二十一所舉的例字： 

真文韻：真 tʂiən有貞 tʂiəŋ（蘇州同音 tsən） 

侵尋韻：針 tʂiəm有真 tʂiən（蘇州同音 tsən） 

監咸韻：菴 am有安 an（蘇州同音 ø） 

廉纖韻：尖 tsiɛm有煎 tsiɛn（蘇州同音 tsiɪ） 

這四對例子說明《中原音韻》「舐舌」、「鼻音」、「閉口」兩兩

有別，蘇州音則無分別，甚至無閉口音。周德清處於北劇南戲交融

的時代，無論是南人唱北曲，或是南戲的押韻傳統，必有如上舉蘇

州音之例，不能如北曲一般分別者。為了維護中原之正，必須加意

著重。周德清說：「如今之搬演南宋戲文，……唱念呼吸皆如約韻。」

又說：《廣韻》中的入聲韻、閉口韻，需如南戲一般，「必須極力念

之」，才能唱得分明。這說明周德清是為不能辨別庚青、侵尋、監咸、

廉纖的人而寫；而這些人就是南方的曲家和唱曲者。（頁 117-118）。 

何大安先生以上的觀察，觸發我們思考：周德清要強調的不是

北曲家宜避用諸方語創作，而是強調歌者若雜入吳語等方音唱念北

                                                                                                                       

上的意義，詳參丁邦新：〈與《中原音韻》相關的幾種方言現象〉，頁

619-650；馮蒸：〈周德清是「最小對立」理論的創始人──《中原音韻》

正語作詞起例新探〉，頁 364-374；甯繼福：《中原音韻表稿》第六節「正音

練習」，頁 173-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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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將會造成〈中原音韻自序〉所謂「歌其字，音非其字」的現象，

足以說明中原之音必須辨正「諸方語之病」的緣故。 

（六）周德清「開」、「合」二字之涵義 

〈起例〉之十四：「《廣韻》入聲緝至乏。《中原音韻》無合口，

派入三聲亦然。切不可開合同押。」周德清所謂「合口」指閉口音，

一指雙唇塞音閉口入聲韻尾-p；二指平上去三聲雙唇鼻音閉口韻尾

-m。故所謂「開、合」不是指介音的開口、合口，而是指開口韻尾-n

與閉口韻尾-m。閉口音指侵尋、監咸、廉纖三韻，韻尾為-m。開口

音指真文、寒山、先天、庚青等，韻尾為-n、-ŋ。平聲韻尾有開口、

合口（閉口）之別，故不可同押。〈起例〉之二辨正「涓與堅」、「淵

與煙」之別；〈起例〉之二十一「諸方語之病」，《箋釋》辨別各組字

發音特點，以介音區別開口、合口、齊齒之別，其中「合口」與周

德清術語涵義不同。 

（七）建構北曲曲牌格律之要素 

周德清評選四十首小令和一首套數，作為北曲「定格」範例，

若將各首曲文標示平仄律，即是曾永義先生所說：「可謂曲譜之雛

型，為《太和正音譜》之先驅。」38周德清對北曲曲牌格律的論點是

零星片段，為便於掌握其列舉曲牌的完整性，茲以鄭騫先生《北曲

新譜》為範本，並於曲文下方標示平仄律，以資對照。《北曲新譜》

「一切字之讀音皆以周德清之《中原音韻》為標準，與古來一般韻

書及現代國語讀音不盡相同。」39例如《中原音韻》入派三聲與《廣

                                                 

38 引自曾永義先生序李惠綿《中原音韻箋釋》。 

39 鄭騫：《北曲新譜‧凡例》第十五條。按：〈凡例〉所謂「現代國語」，指現

代的「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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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集韻》入聲調獨立之編排完全不同，其中以入聲作平聲最為

緊要，施於句中，不可不謹。例如馬致遠《呂洞賓三醉岳陽樓》第

一折【仙呂‧金盞兒】第三句「黃鶴對舞仙童唱」，格律「十平十仄

平平ㄙ」，第二字必作平聲，「鶴」字屬蕭豪韻入聲作平聲，合律。

又《北曲新譜》「所定各牌調之格式，皆係根據元代及明初之全部北

散曲及雜劇，逐一勘對，比較歸納，然後作成定論，力避前人只憑

樂理臆測武斷之失。」40鄭騫先生歷經二十餘載纂輯41，其取材之廣、

比對之細、工夫之深、歸納之嚴。此譜標示平仄律符合中原音系，

曲牌格律亦有嚴謹定式，足以為規範，故為《箋釋》徵引之依據42。 

為掌握周德清對北曲曲牌格律之要素，須先說明「正字、襯字、

增字」的定義及其變化原理。曲牌本格應有的字數，謂之「正字」。

在不妨礙腔調節拍情形之下，可於本格正字之外添出若干字，以作

轉折、聯續、形容、輔佐之用，謂之「襯字」。襯字多於音節空隙

之處添增，其位置只能加於句首及句中。句首襯字，冠於全句之首，

如水桶之提樑。句中襯字須加於句子分段之處，如庖丁解牛，在關

節縫隙處下刀。襯字的限度是每處所加襯字以三個為度，故南北曲

有所謂「襯不過三」。不過，北曲一句之中所加襯字之總數，可多於

三個，但須分布各處。 

襯字意義份量較輕，多為虛字，易於辨識。但有時全句渾然一

體，字數較本格正字為多，而諸字勢均力敵，銖兩悉稱，難以從語

氣上或從文法上辨識其孰為正、孰為襯，稱曰「增字」。換言之，「增

字」是本格正字之外所添加出來的字，地位上其實是襯字，但由於

                                                 

40 鄭騫：《北曲新譜‧凡例》第七條，頁 2。 

41 鄭騫：《北曲新譜‧自序》曰：「予纂輯此譜，經始於民國三十四、五

（1945-1946）年間，最後完成於五十七年（1968），歷時逾二十載。」頁 1。 

42 引用《北曲新譜》，如其平仄律偶有疏誤者，未敢擅改，而於《箋釋》說明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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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份量與正字勢均力敵，後人又在其上加點板眼，因此在全句中

與正字渾然一體43。凡曲自一字句起至七字句止，皆可增字，例如七

字句可增兩字變為九字，攤破為三、三、三。如【仙呂‧寄生草】

第三、四、五句鼎足對，本格為七字句，無名氏〈閒評〉：「想著他

〔擊〕珊瑚、〔列〕錦帳、〔石〕崇勢，則不如〔卸〕羅襴、〔納〕象

簡、張良退，學取他〔枕〕清風、〔鋪〕明月、陳摶睡。」其中「擊、

列、石、卸、納、枕、鋪」諸字，即是增字。 

周德清對四十首定格的評語，大多與〈作詞十法〉呼應。其中

第九法「末句」收錄六十九種曲牌末句的譜式，俾使作者恪遵音律，

庶無劣調之失。從「定格」評語、「末句」平仄律與〈作詞十法〉各

項法則，以及〈起例〉相關論述，歸納周德清建構北曲曲牌格律之

要素有：「句數律、字數律、襯字律、聲調平仄律（包含入聲作平聲

律、陰陽律、仄仄律）、末句律、收煞律、協韻律（包含開合口分押、

雙聲疊韻、短柱韻等戒律）、務頭律、對耦（偶）律。」其建構北曲

格律，具有開創性的歷史地位。 

曾永義先生歸納周備的曲律建構元素，應當有「字數律、句數

律、協韻律、平仄聲調律、對偶律、長短律、句中音節單雙律、詞

句語法特殊結構律」八項44。從這八項要素的高度俯瞰《中原音韻》，

除了「句中音節單雙律」，其餘七項皆已論及。周德清對各項要素的

論點雖係吉光片羽，實已奠定北曲格律之間架與規模，可謂具有篳

路藍縷之功。 

周德清建構北曲格律之要素中，最具爭議者乃是主張「襯字無、

切不可作襯㼭字」。不僅不符北曲創作，亦與其選錄有襯字的「定格」

四十首自相矛盾。又往往將「末句」的增字視為本格，形成其末句

                                                 

43 以上關於襯字與增字，詳鄭騫：〈論北曲之襯字與增字〉，頁 1-17。 

44 曾永義：〈論說建構曲牌格律之要素〉，頁 9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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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數律、協韻律、收煞律、平仄律，與定格或《北曲新譜》有所

出入。檢視定格選錄曲文與周德清羅列末句之平仄大抵符合，使其

創作理論與實際批評相得益彰。然仍有不盡相符者，歸納有五種

情況。 

1. 末句首字不符：【中呂‧普天樂】末句「仄仄平平」，姚燧〈別

友〉：「留戀些些」。凡此類曲例，《北曲新譜》首字大多平仄

不拘，可知現存元曲通例如此。換言之，依照《北曲新譜》，

定格仍屬合律。不過，根據周德清的鑑別品第，該支曲牌首

字，若宜平而用仄，或宜仄而用平，則屬第二着。 

2. 末句第一、三字不符，且平仄相反：此類句法或沿襲近體詩

「本句自救」的規則。如【越調‧天淨沙】末句「平平仄仄

平平」，馬致遠〈秋思〉：「斷腸人在天涯」。第一、三字平仄

相反，依照《北曲新譜》，定格仍合律。 

3. 末句收煞律非屬上着：（1）【雙調‧慶宣和】末句「去上〔去

平屬第二着，切不可上平〕」，如馬致遠〈秋思〉：「晉耶」，以平

聲收煞，屬第二着。（2）【中呂‧山坡羊】末句「平去平〔平

去上屬第三着〕」。如張可久〈春睡〉：「卻是你」，末句「上去

上」，以上聲收煞，且首字亦不合律。周德清於收煞律差異

處鑑別品第，可知其屬律必嚴，審律必當。 

4. 末句字數不符：【雙調‧撥不斷】末句「仄平平仄平平去」

七字。馬致遠〈隱居〉：「竹籬茅舍」，僅有四字。此曲末句

有兩種格式，一作四字句，「竹籬茅舍」（仄平 去），合律。

一作七乙句，例如姚燧〈四景〉：「草萋萋，日遲遲，王孫仕

女春遊戲。宮殿風微燕雀飛，池塘沙暖鴛鴦睡，正值著，養

花天氣。」《北曲新譜》云：「末句上三字可省」。45
 

                                                 

45 鄭騫：《北曲新譜》，頁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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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誤將增字視為本格：《中原音韻》並無「增字」概念與用語，

曲例末句字數不符，周德清或誤將增字視為本格。如【雙調‧

胡十八】末句「仄仄仄平平」，字數與現存元曲不符。如湯

舜民〈送景賢回武林〉套數：「醉舞筵，殢歌扇。偎柳坐，

枕花眠，生來長費杖頭錢。酒中遇仙，詩中悟禪。有情燕子樓，

無意翰林院。」末兩句本格為三字句，「有情、無意」，由襯

字提升為「增字」地位，周氏或誤將增字視為本格，故以末

句為五字句。凡此，皆於《箋釋》逐一分析。 

周德清提出〈作詞十法〉，從而建構北曲格律之要素，並非僅僅

是務求音韻「格律派」的曲學家，而是同時極力闡明語言藝術之曲

學家。其「造語」提出可作「樂府語、經史語、天下通語」三條；

不可作「俗語、蠻語、謔語、嗑語、市語、方語、書生語、譏誚語、

全句語、抅肆語、張打油語、雙聲疊韻語、六字三韻語、語澁、語

粗、語嫩」等十六條。詩、詞、曲韻文學各有其語言藝術特質，從

曲體自身特質而言，所謂「不可作」之語，其實未可一概限制。不

過，周德清的立意是從「有文章者謂之樂府」的角度立論，從而建

構「文律兼美」的創作論46。 

李惠綿撰於臺北坐忘書齋 

二○一四年四月五日初稿 

二○一六年一月十八日定稿 

                                                 

46 周德清〈中原音韻自序〉有感當時元曲創作普遍存在「文律俱謬」的現象。

誠如虞集云：「世之儒者，薄其事而不究心，俗工執其藝而不知理，由是文

律二者，不能兼美。」歐陽玄則肯定周德清「通聲音之學，工樂章之詞。

嘗自製聲韻若干部，樂府若干篇，皆審音以達詞，成章以協律，所謂詞律

兼優者。」虞集與歐陽玄〈中原音韻序〉皆提及「文律兼美」或「詞律兼

優」的美學，提供創作北曲樂府的指標。相關論述，詳李惠綿：〈周德清北

曲文律論探析〉，頁 15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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